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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姓名 学院 性别 学历 类别 

1 陈嘉欣 药学院 女 硕士 学习科研类 

2 温娟 机械学院 女 硕士 学习科研类 

3 张建峰 电气学院 男 本科 学习科研类 

4 李毅 材料学院 男 博士 学习科研类 

5 夏吉敏 艺术学院 女 本科 学习科研类 

6 洪远志 材料学院 男 博士 学习科研类 

7 MUHAMMAD ARSHAD 理学院 男 博士 学习科研类 

8 李君妍 电气学院 女 本科 学习科研类 

9 史叶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女 硕士 学习科研类 

10 张苏 教师教育学院 女 硕士 学习科研类 

11 何乃福 土力学院 男 本科 学习科研类 

12 徐东波 能动学院 男 博士 学习科研类 

13 佘靖雯 管理学院 女 本科 学习科研类 

14 周雨楠 计算机学院 女 硕士 学习科研类 

15 卢永刚 流体中心 男 博士 学习科研类 

16 殷贺 财经学院 男 本科 学习科研类 

17 陈悦 理学院 女 硕士 学习科研类 

18 罗千皓 能动学院 男 本科 创新创业类 

19 付翰文 流体中心 男 硕士 创新创业类 



 

20 张嘉颖 财经学院 女 硕士 创新创业类 

21 邹国文 机械学院 男 硕士 创新创业类 

22 林威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男 硕士 创新创业类 

23 吴雪刚 汽车学院 男 硕士 创新创业类 

24 魏迪 电气学院 男 本科 创新创业类 

25 陈挑挑 汽车学院 男 硕士 创新创业类 

26 陆淑娴 管理学院 女 硕士 创新创业类 

27 崔思渊 外国语学院 女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28 刘慧 管理学院 女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29 徐小凡 环安学院 女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30 张鑫 机械学院 男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31 张艳丽 财经学院 女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32 廖兆强 机械学院 男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33 龙亦青 管理学院 女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34 徐福阳 医学院 男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35 徐铮娴 管理学院 女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36 范卜溪 药学院 女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37 朱雷 法学院 男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38 万馨雨 艺术学院 女 本科 志愿公益类 

39 李美夏 土力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40 
买尔哈巴· 

买买提 
药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

 

41 宋浩 能动学院 男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42 丁蕾 教师教育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43 张蒙蒙 外国语学院 女 硕士 自强励志类 

44 申阿慧 化工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45 张玲玲 材料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46 王伟东 材料学院 男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47 蔡珍生 第一临床医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48 吴明勇 土力学院 男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49 熊佳旺 电气院 男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50 虞惠 财经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51 蔡承元 汽车学院 男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52 苏媛媛 法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53 王妍 食品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54 杨浩宇 化工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55 谷亮 文学院 男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56 强蕾 电气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57 刘玉婉 医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58 郭东玥 机械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59 韩静 电气学院 女 本科 自强励志类 

60 王楠 土力学院 女 本科 国际交流类 

61 章炜业 能动学院 男 本科 国际交流类 



 

62 毕善汕 汽车学院 女 硕士 国际交流类 

63 王凌霄 能动学院 男 本科 国际交流类 

64 杨哲 土力学院 女 本科 国际交流类 

65 杨桢栋 计算机学院 男 硕士 国际交流类 

66 邓昱昊 食品学院 男 本科 国际交流类 

67 李莎莎 马克思主义学院 女 硕士 国际交流类 

68 陈文栋 能动学院 男 本科 国际交流类 

69 丁小珊 文学院 女 本科 国际交流类 

70 顾钊瑜 管理学院 男 本科 国际交流类 

71 徐一榕 文学院 女 本科 文体艺术类 

72 金珺 理学院 女 本科 文体艺术类 

73 冯艳 能动学院 女 本科 文体艺术类 

74 董玮 文学院 女 本科 文体艺术类 

75 安彤舸 材料学院 女 本科 文体艺术类 

76 王诗斐 食品学院 男 本科 文体艺术类 

77 李卓宸 文学院 女 本科 文体艺术类 

78 汤泽宇 化工学院 男 本科 文体艺术类 

79 陈浩 材料学院 男 本科 文体艺术类 

80 王成娟 材料学院 女 本科 文体艺术类 

81 魏爱博 能动学院 男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82 吴淑敏 教师教育学院 女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

 

83 蒋倩 教师教育学院 女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84 熊志翔 流体中心 男 硕士 综合发展类 

85 夏建平 理学院 男 硕士 综合发展类 

86 缪艺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男 硕士 综合发展类 

87 王克辰 能动学院 男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88 任缘缘 财经学院 女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89 许伟 机械学院 男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90 王卓然 外国语学院 男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91 征圣全 材料学院 男 硕士 综合发展类 

92 恽博文 管理学院 男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93 赵晓聪 汽车学院 男 硕士 综合发展类 

94 张媛 财经学院 女 硕士 综合发展类 

95 张潇尹 汽车学院 女 硕士 综合发展类 

96 张佳音 医学院 女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97 吴佰慧 理学院 女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98 朱蕾 土力学院 女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99 王子淳 电气学院 男 本科 综合发展类 

100 李科 流体中心 男 硕士 综合发展类 


